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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吴轩辕） 汽车类技能人才社
会需求旺， 高职院校毕业生呈现供
不应求状态。 这是记者昨天从湖南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2013届毕
业生和实习生供需见面会上了解到
的信息。 见面会170多家用人单位提
供的5000多个岗位中， 汽车类岗位
超过1000个， 但应聘者寥寥。

长沙一汽汽车有限公司计划招
聘销售助理、 配件仓库保管员、 配

件销售市场营销员等30人， 可一天
下来， 只有几个人报名。 湖南兰天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招聘销售顾问、
备件管理员、 精品安装员等20人，
也只有四五个报名。 博世汽车部件
（长沙） 有限公司更是打算招聘车间
生产毕业生、 实习生200人， 报名者
却少得可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湖南
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助理欧阳小
丽分析， 近年来随着汽车工业快速

发展， 汽车类高技能型人才需求呈
现快速增长态势， 高职院校人才有
自身的规律，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培
养那么多人才。 就交通职院本身而
言， 汽车专业属于“2+1”办学模式，
为避开就业高峰，该院在3月中旬至5
月份相继举办了“丰田班”、“北京现
代班”、“物产中拓班”、“东风日产
班”、“人保班” 等多场招聘会，95%以
上的毕业生和实习生已落实就业和
实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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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文隆

一个中专毕业生， 拿到了300万元年
薪!6月1日， 记者在长沙市河西一家健康
养生企业看到， 中专毕业的双峰人王金
阳与老板张国军签订的聘用合同上， 白
纸黑字写着“年薪300万元”。

记者面前的王金阳戴一副眼镜， 身
材敦实、 文质彬彬、 其貌不扬， 但说起
话来却气势如虹、 口才过人。 今年35岁、
出身农家的他， 1996年师范毕业后当过
小学教师、 镇干部， 然后辗转于深圳、
北京10多年， 今年3月28日来到长沙工
作。

“有一次看了王志纲写的 《谋事在
人》， 里面写道‘只要有尘土飞扬就有发
展的机会 ’ ， 这句话让我眼前一亮 。 ”
1999年9月， 喜欢看书、 怀抱“野心” 的
王金阳辞去工作， 从家乡只身前往深圳

闯荡。
只有中专文凭， 王金阳找工作屡屡

碰壁， 最后一家窗帘店老板同意让他搞
推销。 “薪金非常低。 但一个月下来，
我拉回1万多元业务， 老板很惊奇。 半年
后， 他送我去参加营销培训。” 王金阳
说， 这让他和培训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
但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还转型当起了
培训讲师。

“培训把我的潜力挖出来了。” 很
快， 王金阳在业内崭露头角。 从2001年
起， 他先后被聘为亚洲知名的安之行销
机构专职讲师、 中国品牌战略咨询公司
锡恩咨询的营销总裁、 清华总裁班讲师、
央视说文解字首席顾问， 主持参与过不
少上市公司的项目规划咨询， 工作地点
也从深圳到了北京。 他还著书立说， 出
版了 《要市场不要工厂》、 《向老板学立
业》、 《世界一流营销大师学习手册》

等。
“为什么后来一直没有去接受本科、

研究生教育？ 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学习，
相反我一直在学习。 培训行业接触的是
国际最前沿的理念， 对我的成长很有帮
助。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要在实践中学习、
在学习中实践。” 王金阳说， 他相信在现
实社会中能找到更好的老师来学习和实
践， “10多年打工与培训师生涯， 就是
最好的大学”。

“刚到北京那年， 我的年薪就有50
万元， 2008年100万元， 2010年超过了
200万元。 相比我为企业创造的财富， 我
并不觉得300万元年薪有多高。” 王金阳
轻描淡写地道出他的目标， 今年要
为老板创造至少1000万元效益。

“王老师绝对值这300万元。”
已聘用王金阳2个多月的张国军笑得
合不拢嘴， 对从北京挖来的这个总

经理赞不绝口。 张国军介绍， 自己是在
北京一个高级培训班上认识王金阳的。
讲台上授课的王金阳理论与实战结合，
洋洋洒洒一堂课下来， 把好学的张国军
折服得五体投地。 “我这些年参加过各
种培训学习， 这回是感到最有用的一
次。” 张国军说， 听了他的课， 看了他的
书， 了解了他的经历与实绩， 相信他值
年薪300万元，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目前， 经过王金阳大刀阔斧地调整、
改革企业经营理念、 产品功能及管理和
服务， 张国军企业运营情况发生了明显
变化， 各门店业绩全线飘红， 企业利润
稳步上升。

伪造公文“了难”被判刑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彭兵 李妮妮 李昂

【判决结果】
日前， 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

章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案情回放】
李某是平江县人，1949年出生，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

在家，一直在长沙流浪。 2012年9月，一个偶然机会，李某通
过朋友刘某结识了唐某，声称自己是省政府法律顾问，如果
有事他可以找“门路”处理好。 唐某请李某为自己正在湘潭市
岳塘区法院的一个民事纠纷“了难”。

2012年9月中下旬，李某将其委托他人伪造的一张“调
解处罚通知决定书”交给唐某，落款为“某某政府”并加盖“公
章”，让其拿到法院“了结”正处在执行阶段的民事纠纷，非法
获利4000元。

今年1月，当唐某拿着那份“调解处罚通知决定书”来到
法院时，被发现系伪造，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法官说法】
该案主审法官罗吉湘介绍，《刑法》第280条规定，伪造、

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
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
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李某为非法目的，伪
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其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
罪。鉴于李某年事已高，且生活困难，法院依法酌情对其从轻
处罚，作出如上判决。

【温馨提示】
面对法律耍起小聪明，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

台湾复兴航空首飞张家界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尹超 通

讯员 王建军）今晚7时40分，由台湾复兴航空首航、
满载180名台湾游客的A321空中客车飞抵张家界荷
花机场。 这是4月15日中国南方航空开通张家界至
台北直航航线后， 台湾复兴航空首次执飞台北-张
家界航线。 6月3日，台湾立荣航空也将开通高雄-张
家界常态包机。

台湾复兴航空公司6月2日起执飞台北-张家界
航线，每周一、四、日各一班，下午3时50分从台北起
飞（正常情况下下午6时30分可到张家界）、晚上7时
50分从张家界返航。 台湾立荣航空公司6月3日起新
开高雄-张家界往返常态包机航线，每周一班，周一
下午2时50分从高雄起飞、下午6时50分从张家界返
航。

台湾复兴航空、 立荣航空直飞张家界， 使台北
市、 高雄市与张家界市之间架通了一条便捷的空中
通道，有利于促进3市旅游业的发展，加强友好交流
与经贸合作。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梁军 蒋纪

游走生死边缘， 不离三尺讲台。
湘阴县湾河中学年轻女教师黄佩坚
持与病魔抗争，勇创生命奇迹。 5月29
日，娇小的黄佩面对记者乐观坚定地
表示：“只要还活着，就要上讲台！ ”

2010年7月，28岁的黄佩被确诊
为结肠癌晚期，医生认为她最多只能
活一年。2011年8月，得知学校紧缺班
主任和物理教师， 黄佩不顾家人反
对， 请缨成为103班的班主任兼物理
老师。

尽管身患重病，黄佩工作时却特

别精神。 在她办公室，备课教案、家访
记录、学习笔记……每一样都整整齐
齐。“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
老师得了这么大的病。 ”从岳阳市区
转学来的学生顾文英说。

物理实验课很重要。 为激发孩子
们的兴趣，黄佩经常想方设法找一些大
家熟悉的生活用品充当实验器材。“杆
秤上的刻度线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今天，我们就自己动手来画一画。”在讲
解杆秤知识的课堂上，当老师亮出自己
淘来的宝贝，孩子们顿时就笑了，兴趣
一下子被吸引过去。 原来，那是从学校
食堂借来的一杆秤， 还有一个小盘子、
一根绳子、一根竹竿。

对学生，她体贴入微。 学生蒋爽
上课时玩小刀， 不小心划破手指，鲜
血直流。 黄佩闻讯赶来，忙用消毒液
帮忙清洗、上药、包扎。 一年的化疗，
几十次的抽血化验，无数次的伤口清
洗，让她每次看到血，都会产生眩晕！
为了学生，她克服了心理障碍。“她的
坚强，能感染我们每一个人！ ”学生刘
念说，去年冬天很冷，有时候刮风下
雨骑着车，手都冻到皴裂；可是一想
到黄老师，她都会坚持下来。

因为爱，生命就会有奇迹！ 如今，
黄佩的病情已趋于稳定。 2012年12
月，在岳阳市“金鹗杯”教师教学竞赛
中，荣获初中组物理学科一等奖。

300多名经销商云集韶山
“白沙溪”获3.5亿元销售订单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凯）今天，白沙溪
茶厂股份有限公司在韶山举行“2013安化黑茶·白沙溪品牌
营销峰会”，300多名经销商与白沙溪茶厂签下3.5亿元销售
订单。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以牛羊肉为主食，必须喝黑茶刮脂去
腻，因此素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新中国成
立后，白沙溪茶厂被确定为全国首批边销茶定点生产厂家之
一，生产的边销茶供应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宁夏等少数
民族地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白沙溪茶厂坚持边销、内
销、外贸并举，在西北地区广设黑茶营销网点，几十年如一日
维护民族团结。今年恰逢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白沙溪茶
厂以此为背景，推出“红色福茶”、“江山情”、“大团结”等“红
色系列”新产品，主攻西北市场。 同时，邀请西北地区客商亲
临韶山，感受“红色”文化。此次营销峰会，白沙溪茶厂与西北
客商签下了8万担优质黑茶的销售订单。

10名脑瘫患儿获免费治疗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黄伟 黄

波）1日上午，10名脑瘫患儿在爱心人士陪护下，来
到长沙市第一医院接受免费治疗。 其中两名患儿来
自国防科大指挥军官基础学院“海星计划”爱心救助
对接单位晨光福利院。

“这是送给孩子们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国防科
大指挥军官基础学院五大队团委书记刘军说， 福利
院里的孩子大多有残疾，有了免费治疗，孩子们就有
希望了。

“海星计划”是国防科大医学队发起的一项救助
孤残儿童的活动， 一直与国际关心中国慈善协会密
切合作， 致力于帮助长沙地区福利院中的孤残儿童
恢复健康走入社会。 经过9年努力，“海星计划”活动
小组已由当初的1个学员队15人扩增为现在的全校
百余个学员队1000余人。

中专毕业生年薪300万元———

长沙来了个“打工王”
2012年盈利73.3亿

中联重科盈利能力
居行业榜首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唐爱平）“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汽车
工业三十强企业信息发布会”今天传出消息，中联重科以盈
利73.3亿，位居2012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盈利榜第一位。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统计，2012年机械工业百强
企业盈利能力总体有所下滑，百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计为
15383亿元， 比上年增长1.83%， 和2011年相比增速大幅回
落； 百强企业实现利润总额818亿元， 比2011年大幅减少
14.88%,其中过半数（52家）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出现回落，
48家企业盈利水平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29家保持
两位数增长。 中联重科以903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居收入百强
榜单第四位，比上年前进一位；而盈利能力则居首位。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在宏观调控及
产能过剩的影响下，整体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在此背景
下，中联重科主动调整经营策略，转变增长方式———由以追
求规模增长为核心调整为以追求经营质量为核心。 特别是
2012年四季度强化了风险控制，加强对以往销售订单的重新
评审和以往客户的应收账款回收，甚至对于以往风险过高的
订单予以取消，全力提升经营质量。 虽然这导致了第四季度
业绩出现下滑， 并影响到全年利润同比出现小幅下滑，但
73.3亿盈利规模仍使其成为行业“盈利能力最强企业”。

湖南交通职院毕业生供需见面会

汽车类公司“望眼欲穿”

6月1日，韩国驻武汉总领馆组织2013年华中地区韩语演讲大赛获奖选手，参观韩国临时政府（长沙）活动旧址。该址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连升街楠木厅6号。 近年来省、市投入500多万元进行修缮维护，新增展品，去年到此旅游的韩国客人
达8万多人次。 本报记者 陈勇 摄

“只要还活着，就要上讲台”

以案 �说法

中国新闻名专栏

老百姓����的故事

注册会计师“讲”诚信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周湘振）湖

南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今年开展“诚信文化
建设年”活动，并于5月31日在长沙举行“诚信杯”演
讲比赛。

来自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的刘洋等
12名注册会计师登台演讲，并以“托起诚信、放飞梦
想”为主题，讲述身边的人和事，诠释了诚信的理念、
诚信的梦想。今年来，湖南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
业围绕“诚信文化建设年”的主题，开展了“传承雷锋
精神”、“书香伴我行”、“雅安我们在行动” 等一系列
诚信文化建设活动。

芒果V基金雅安捐赠图书室
本报6月2日讯（记者 李国斌）对于四川雅安地

震灾区的孩子来说，图书和“快乐学生PACK”是他
们最好的儿童节礼物。 5月31日，“金芒果图书室”全
面交接暨“快乐学生PACK”发放仪式，在雅安市天
全县始阳镇板房学校举行， 这标志着爱心企业和人
士通过芒果V基金捐赠的261个图书室全面交付使
用。


